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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 ：兒童棒球國 Kids Baseball World(張聖恩) 

協辦單位： 廖財能老師，中大微笑紅襪棒球隊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444191239130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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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第四屆夢想盃社區少棒錦標賽 
 

夢想盃創辦者張聖恩感言 
夢想盃至今將邁入第四屆，相信絕非一人一時一地偶然之功，而是有很多人默默於背後

努力堆砌而成。 

每一屆的夢想盃，都遭遇各種不同的困難和問題，但總能在最後關頭，峰迴路轉， 

順利推動舉辦，也漸漸成為所有愛好棒球小朋友的一項無形資產，成為每年暑假的一項

盛大活動。 

也因為夢想盃獨特的賽制和貼近小朋友介於競賽和遊戲間規則，使夢想盃在眾多比賽

中，有了自己獨特的風格，也深受參賽球對喜愛。 

再次感謝每一屆曾經參與，曾經推動，曾經付出的每一位棒球愛好者，讓夢想盃從台南

市開始成長，但總有遠到球隊未能參與，至第四屆移師桃園，讓大家能夠就近共襄盛舉，

不必舟車勞頓，披星戴月。這就是夢想盃推動的最主要目的。 

感謝中大劉正毓老師和前桃園棒委會主委廖財能老師的積極奔走，成就這一屆賽事。讓

我們就一起攜手努力，一屆又一屆的把他傳承下去！謝謝大家。 

台南市兒童棒球國  張聖恩  2014.6.23 

 

 

 

一座專屬”台灣少棒球場” 

大家都知道要完成一件事情是要有方法和歩驟的；如果今天我們想要推動的是：讓台灣

有更多的小朋友能從事棒球。 

那我認為第一個步驟：就是譲大家充分完全瞭解到，這是必須靠民間力量完成！政府與

財團的支援不排斥，但要成功和長久必須「大家一起來」由民間自己來經營！所以再一

次；擴散棒球給每一位想從事棒球的小朋友，就要由民間自己來經營！小朋友打棒球參

與運動團體就像學才藝同等重要，是須要民間自己投資花錢的！有了「大家一起來」步

驟一的認知後，下一步即如何實務上落實。我想落實的切入點很多，如地方熱心人士的

資金溢助，當然歡迎！但能長久還是民間基層的力量。方式有很多，其中一個拋磚引玉

的想法，就是大家在購買必要基本裝備時，合作的店家提撥 5％到「台灣少棒球場」基金。

等到一段時間，甚至可以創立一「台灣基層少棒」運動品牌！營收為推動基層棒球用。 

中大劉正毓與勇伯一起作夢 2014.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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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延續(「兩夢」在桃園再一次點燃台灣棒球的基層火苗) 

第一屆夢想盃社區棒球在張聖恩教練的發起，秉持著：開放，多元，歡樂的理念下在台

南辦了三屆，夢想盃某種程度上起動了台灣社區少棒蓬勃發展。近年來每到暑假，許多

地區的社區少棒團隊舉辦了許多盃賽，如彰化人人偉特盃和種子聯盟的盃賽，而今年在

台南永康更舉辦了第一屆全國社區少棒大賽吸引二十支"純"社區少捧隊參加！惟夢想盃

提供另外一種平台，譲社區少棒，國小社團，國小校隊，有機會可以相互交流，相互認

識！今年原本無意續辦，但是經過一些努力後，在桃園續辦第四屆。也使得中北部的社

區少棒，國小社團，國小校隊，有機會交流。有十二支球隊參加，共約一佰六十個小朋

友參與，連同家長將會有超過四佰人在 7/5，7/6與會的盛會！而且同時，李英勇老師與

傳福圓夢團隊在大勇國小的圓夢少年夏令營，也會集合了超過一佰五十名小朋友圓他們

的棒球夢。所以，今天暑假「兩夢」在桃園再一次點燃台灣棒球的基層火苗。所以，桃

園不只有”六級”棒球，更有最基層的社區棒球!  

中大劉正毓 

 

 

活動目的: 

「社區棒球」的概念，是提供想打棒球，卻又進不去校隊，或是學校裡沒有棒球隊的小

小棒球愛好者，利用周末假日及寒暑假，從事棒球活動，切磋球技。我們希望藉由「非

校隊」、「兼顧課業」、「文武雙全」的方式，鼓勵更多孩子參與棒球。利用假日時間

練球，不影響平常學校的正常學習。對教練的品德素養有高標準的要求，提供高水準的

活動環境。也希望藉此培養出基層的棒球人口，並符合「行政院振興棒球運動專案」的

推廣精神。2011年起，特別於暑假舉辦了「夢想盃少棒暨青少棒賽」，邀請全國各社區

的少棒及學校少棒球隊，透過比賽來互相交流，充分達到以球會友及推廣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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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 ：兒童棒球國 Kids Baseball World(張聖恩) 

協辦單位：桃園縣蘆竹市公所(廖財能老師)， 

中大微笑紅襪棒球隊(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444191239130532/)， 

活動日期 : 2014年 7月 5、6日 (若星期六因雨取消當日比賽、比賽縮減在星期日一天

完成、若兩天皆下雨、則杯賽取消。) 

開幕典禮：7月 5日（星期六）上午 9：30(甲場地: 河濱壘球場)。 

閉幕典禮：7月 6日（星期日）下午 18：00(甲場地: 河濱壘球場)。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額滿止。 

活動地點 : 桃園蘆竹鄉立棒壘球場座落位置 

甲場地: 河濱壘球場：桃園縣蘆竹鄉內厝村內溪路（河岸邊） 

乙場地: 彩虹壘球館：桃園縣蘆竹鄉海湖村彩虹橋旁 

 

報名費: 新台幣 4000元整。(若因雨取消、退 2500元、1000元為基本籌備開銷) 

參加隊伍: 邀請 9-12隊社區少棒球隊。（12隊為參賽上限） 

隊員參賽資格： 

一、隊員皆為國小在學學生及六年級應屆畢業生。 

二、現學籍國一女生可報名比賽。 

三、參賽隊伍須妥善照顧參賽球員，並為其辦理適當之保險。參賽期間平安保險由參賽

各隊自行辦理，並請於參賽報名前辦理平安保險。 

賽制規定 

每隊均打滿四場，讓各隊充分達到交流比賽的目的。 

賽程採「盃碟碗」賽制，分 A、B、C、D四組，每組三隊。第一循環分出各組一、二、三

名之後，在分為「盃」、「碟」、「碗」組，各組第一名為「盃」組，第二名為「碟」

組，第三名為「碗」組。盃、碟、碗各組再透過二次循環賽取冠、亞、季、殿軍。 

         

少棒比賽制度及特別規定： 

1.   壘距採用 LLB少棒規則，各壘距離為 18.29公尺（60英呎），本壘至二壘及一、三

壘對角線距離為 25.86公尺。 

2.   投捕手距離採用 PONY聯盟少棒賽 BRONCO級投手規格，距離為 14.63公尺（48英

呎）。 

3.   比賽間離壘與盜壘均採用 LLB少棒賽規則。 

4.   比賽球棒可使用硬式球棒，但長度請勿超過 32英吋少棒規定，各隊請確實注意。 

5.   比賽採六局制，比賽時間 90分鐘(90分鐘後不開新局，該局並為最後一局)，四局

相差 12分，五局相差 10分則予以提前結束比賽。因雨或不可抗拒之因素，比賽滿 4局

以上，即裁定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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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投手投球時，球尚未通過本壘板，跑者不得先行離壘或是盜壘。 

7.   比賽中順位進壘之跑壘員，嚴禁使用前撲式（頭、手向前式）滑壘，違者被判出

局。 

8.   兩隊比賽勝負場成績相同，依據總平均律比值大小來決定晉級球隊。（總平均律算

法公式：【總得分÷進攻局數】－【總失分÷進攻局數】＝比值）※依小數點下第三位四

捨五入計算。 

兩隊勝負總平均律比值相同時 1.比安打數 2.安打相同時，比長打數 3.長打相同時，

比壘打數 4.壘打數相同時，比投手自責分率 

9.   比賽用球：採用日本 Kenko牌 C號軟式低彈跳比賽球。 

10. 教練著淺色有領運動上衣，深色運動長褲即可（比照 LLB模式）。 

11. 投手同一天少棒最多只能投 6局，兩天上限 8局。 

有關球員資格問題，有關競賽進行中所發生之問題，以上應由總教練向裁判提出，以大

會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最後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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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第四屆夢想盃社區少棒錦標賽賽程表 

 

一、 預賽：【共十二隊，預賽採 4組三隊單循環賽制】 

                                            

 

 

 

 

 

 

 

 

 

 

 

 

 

二、 決賽：(分組第一第二第三名編入:盃、盤、碗三組，進行單淘汰賽制) 

 

【盃組】 

 

 

 

 

 

 

 

 

 

A1          B1           C1          D1 

 

 

D 

中大微笑    新竹富興          

 

 

 

季、殿軍 

 

  中大紅襪 

A 

 
 宇宙兄弟 

  新竹上智 

    兄弟小象           

鱸鰻 

   種子聯盟 

              

 

    桃園建德 

C 

 

   
  新竹六家           

  B 

冠、亞軍 

新竹 C P    桃園幸福  

 

 

 

 

    北勢鱸鰻           

鱸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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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組】 

 

 

 

 

 

 

 

 

 

A2          B2           C2          D2 

 

 

 

 

【碗組】 

 

 

 

 

 

 

 

 

 

A3          B3           C3          D3 

 

 

 

 

       2014第四屆夢想盃社區少棒錦標賽賽程表 

季、殿軍 

 

冠、亞軍 

季、殿軍 

 

冠、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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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5     日     星     期     六 

時間 

場

次 甲場地 

場

次 乙場地 

07：50 ~ 09：30 1 中大微笑 VS 新竹 CP 2 新竹富興 VS 桃園幸福 

09：40 ~ 10：00 開          幕          典          禮 

10：00 ~ 11：30 3 中大紅襪 VS 桃園建德 4 新竹上智 VS兄弟小象 

11：40 ~ 13：10 5 新竹 CP VS 新竹六家 6 桃園幸福 VS 種子聯盟 

13：20 ~ 14：50 7 桃園建德 VS 兄弟宇宙 8 兄弟小象 VS 北勢鱸鰻 

15：00 ~ 16：30 9 新竹六家 VS 中大微笑 10 種子聯盟 VS 新竹富興 

16：40 ~ 18：10 11 兄弟宇宙 VS 中大紅襪 12 北勢鱸鰻 VS 新竹上智 

甲場地: 河濱壘球場：桃園縣蘆竹鄉內厝村內溪路（河岸邊） 

乙場地: 彩虹壘球館：桃園縣蘆竹鄉海湖村彩虹橋旁 

參賽隊伍之隊名在前者(左邊)為先守，請在三壘邊選手席 

 

 

   7     月     6     日     星     期     日 

時間 

場

次 甲場地 

場

次 乙場地 

08：00 ~ 09：30 13 A3  VS  B3 14 C3  VS  D3 

09：40 ~ 11：10 15 A1  VS  B1 16 C2  VS  D2 

11：20 ~ 12：50 17 C1  VS  D1 18 A2  VS  B2 

13：00 ~ 14：30 19 13勝  VS  14勝 20 13敗  VS  14敗 

14：40 ~ 16：10 21 15敗  VS  17敗 22 16敗  VS  18敗 

16：20 ~ 17：50 23 15勝  VS  17勝 24 16勝  VS  18勝 

18:00 閉          幕          典          禮 

甲場地: 河濱壘球場：桃園縣蘆竹鄉內厝村內溪路（河岸邊） 

乙場地: 彩虹壘球館：桃園縣蘆竹鄉海湖村彩虹橋旁 

(決賽:則賽前由裁判協助兩隊決定攻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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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第四屆夢想盃社區少棒錦標賽賽程表比賽公約 

               

     本盃賽目的在推廣社區居民少年參與棒球運動之興趣、提倡正當休閒活動，培養 

社會善良 風氣，提昇全民棒球運動文化、風氣、技能、及品德與素養，並提昇社區居 

民生活品質，使社 區人人偉大特別、茁壯健康、家庭和樂幸福，以增進社會祥和的新 

氣象。 

 壹、球隊參賽精神與提昇社區棒球品質： 

 一、 參賽隊伍須完成所有比賽並遵行棒球規則，除不可抗力因素並經大會同意外， 

不得以任何理由退出比賽，任意退出者爾後不得參加本會所辦之盃賽。 

 二、比賽中教練、隊職員、球員、家長不得對裁判、對方教練、隊職員、球員、家 

長及觀眾予言語侮辱或毆打，違者勒令退場，後續賽程亦不得進場指導。 

 三、教練、隊職員、球員應發揮運動精神，於賽前賽後，進出球場時須對球場致敬， 

比賽時攻守互換之際，球員均應跑步出場，守方並須將球置於投手板上或交予裁 

判不得任意丟放。 

 四、參賽隊伍須妥善照顧參賽球員，並為其辦理適當之保險。 

 

  貳、加強球隊生活教育，重視球員人格、品德之培育： 

    一、教練及隊職員應以愛的關懷及鼓勵性方式指導球員，不得任意責罵及體罰，違者 

立即予以驅逐出場。 

    二、要求尊重提供場地單位、提昇環保觀念，參賽隊職員須注意執行下列事項： 

       1、應珍惜球場草皮、環境及設備，與賽隊伍於每場比賽後，必須整理休息區及其 

附近當日最後一場比賽結束後，與賽隊伍應清理球場及其週遭，使得離開。 

       2、指導球員及家長、親友注重環保，要求用過之便當盒，將殘渣倒出集中，疊好 

空盒，飲料空盒、空貫英與壓扁，分類包封後，再行置於垃圾箱或環保箱內， 

以維護球場整潔美觀以利事後清理。 

    三、重視球員生活教育，要求球員注重禮節、發揮運動精神，並嚴禁球員於比賽場地 

範圍內喧嘩，以維護球場上比賽情形及周遭之安寧。 

  叁、人人自我督促，建立優良道德與優良棒球文化： 

     一、參賽之裁判、工作人員及球隊隊職員於比賽期間，嚴禁於大會、休息區、球場 

範圍吸煙、嚼檳榔、喝酒、及其他可能構成負面不當教育。 

     二、勸導球員家長、觀眾、來賓勿亂丟拉圾，以維護舒適觀賽球賽之環境。 

     三、從生活中體會是人人偉大特別之意涵，落實於比賽、型塑球員品德教育。 

     四、參賽球隊應遵行本公約，正本並請各參賽領隊、總教練、教練及管理親自簽章 

，報名時公約與報名表應同時寄達主辦單位，始視完成報名手續。 

           

 領隊：               總教練：             教練：              管理：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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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第四屆夢想盃社區少棒錦標賽球隊簡介 

 

新竹縣峨眉鄉富興國小棒球隊簡介 

本校棒球隊成立已有二十餘年的歷史，校內學生，上了三年級之後，男生接受棒球訓練，

女生接受排球訓練，全校學生均熱愛運動，也樂在其中，將這些練習都當成生活的一部

份。全校師生亦無不希望在接受練習之後，能於正式的比賽之中，發揮實力，表現出好

的一面。棒球隊成員為學區內的小朋友，由校內熱心的師長擔任教練，帶領小朋友利用

午休及課餘，進行棒球訓練。並利用假日時間，造訪新竹、桃園、苗栗地區的少棒隊伍

和社區球隊，互相交流切磋球技。球隊人數雖然不多，但在師生的積極投入下，曾獲得

全縣聯賽的第一名，也屢次於縣內的比賽勇奪佳績。學校位於風景區內，附近有知名峨

眉湖與天恩彌勒大佛，環境清幽。非常歡迎各界好友、球友蒞臨本校，除了給予我們指

導與鼓勵，也可順便參訪鄰近景點。謝謝大家！ 

 

宇宙兄弟的理念及球隊簡介 

一、孩子以最自然的方式、最低的門檻開始「玩」棒球。 

二、有別於比賽式、訓練式的棒球菁英培養，宇宙兄弟注重「孩子自己當遊戲的主角」。 

因此，我們主張以自主、陪伴式的方式玩棒球，減少來自大人或社會化的干擾，以威廉

波特的公民責任培養及社會型志工參與，來協助這項運動！ 

二、鼓勵各種社會相關資源的自然順暢流通，以最小的社會資源，創造最大的社會福

祉。 

 

六家國小少棒隊 

六家國小少棒隊成立於民國 98年，由黃文鎮教練及李怡諄主任領軍，為新竹縣眾多少棒

隊中唯一的一支竹北市球隊。黃教練認為，很多小朋友是「宅童」，週末假日沒地方處去，

不是待在家看電視、打電動，就是被父母帶到餐廳、百貨公司，沒有團隊精神，自我意

識強，我們每週六下午在六家國小辦棒球營，小朋友參與熱烈，還有外校學生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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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小象隊 

兄弟小象隊源自於兄弟象棒球村的周六隊，成立於 1999年，目前分為大小兩隊，大隊為

國中與小六學生，小隊則為小五以下的學生，去年底隨著兄弟象隊轉賣中信集團，位於

龍潭這塊佔地 15000多坪的棒球場，也即將面臨易主的命運，經過小象隊的家長極力與

兄弟飯店老闆爭取，目前同意我們可以一直使用至球場賣出為止，所以無論小朋友或家

長都很珍惜使用這個綠草如茵、設備完善的棒球場。 

 

新竹上智社區少棒隊 

我們是新竹上智社區少棒隊，球員主要來自新竹地區鄉鎮市，目前有少棒及青少棒，我

們以『快樂玩棒球』為基本的宗旨，希望小朋友因為喜歡而來參加練習，因為練習而鍛

鍊強健的體魄，同時學習團隊的精神及正確的棒球觀念。在這裡，我們不僅提供了優質

的休閒運動，同時也製造了良好的親子互動機會。小朋友玩得開心，家長也樂在其中。

我們社區棒球的理念『藉由群體的棒球活動，落實陪伴教育，引領小朋友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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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夢想盃報名表 
球隊名稱:種子少棒聯盟-SEED ROCK 

 球隊通訊地址: 彰化市中央路 5號 

 球隊連絡人: 陳昆廷   行動電話:0970-41289   Email:seedsport@gmail.com 

 職稱 姓名 電話 備註 

 領隊 陳昆廷 0970-412891  

 總教練 曾一真 0935-358368  

 教練    

 管理    

編號 職稱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就讀學校 備註 

1 隊長 紀凱惟 91.11  永春國小  

2 球員 林育德 91.9  何厝國小  

3 球員 王駿承 93.10  大智國小  

4 球員 陳芃勛 92.7  中教大實小  

5 球員 黃柏霖 92.3  惠文國小  

6 球員 許嘉宏 92.2  惠文國小  

7 球員 邱士展 91.11  惠文國小  

8 球員 趙祥安 92.5  新平國小  

9 球員 洪燈穎 91.12  永春國小  

10 球員 洪宗坤 91.6  何厝國小  

11 球員 田開丞 93.6  仁美國小  

12 球員 彭柏叡 92.4  惠文國小  

13 球員 張  峻  祥 92.02  石牌國小  

14 球員 陳  冠  廷 90.11  民生國小  

15 球員 呂  翊  華 94.06  中山國小  

16 球員 陳  彥  宸 93.08  東興國小  

17 球員 唐  玠  安 92.11  南郭國小  

18 球員 唐  玠  甫 91.02  南郭國小  

 



13 

球隊名稱: 新北市兄弟小象隊 

地址: 新北市鶯歌區南雅路 37號 6樓 

球隊聯絡人:王柏仁   電話:       行動電話:0921-132-760 

E-mail:icifather@gmail.com 

 職稱  姓名 電話 備註 

 領隊 陳俊錤 0921132760  

 總教練 張瓊基   

 教練 陳志南   

 管理 嚴珮玫 0919258906  

編號 職稱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就讀學校 備註 

1 球員 張頌安 91.01    

2 球員 蘇逸安 92.06    

3 球員 金宇陞 92.05    

4 球員 賴浩丞 91.01    

5 球員 高  鐵 90.10    

6 球員 董威廷 90.12    

7 球員 閔楨皓 90.12    

8 球員 王裕璋 91.05    

9 球員 官振翰 92.02    

10 球員 陳冠佑 93.03    

11 球員 王裕祺 93.12    

12 球員 陳冠龍 91.02    

13 球員 洪善助 90.09    

14 球員 林子棋 91.01    

15 球員 陳  果 91.08    

16 球員 趙  晉 90.10    

17 球員 賴浩文 92.09    

18 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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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隊名稱: 桃園建德隊 

地址:桃園縣春日路 987 之 8號 9樓 A室 

球隊聯絡人:謝向元  電話:03-3579185  行動電話:0952-587-071 

             

 職稱 姓名 電話 備註 

 領隊 謝向元 0952-587-071  

 總教練    

 教練    

 管理    

編號 職稱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就讀學校 備註 

1 球員 林宏茂 90.12  建德國小  

2 球員 查君翰 91.06  建德國小  

3 球員 林俊諺 93.06  建德國小  

4 球員 林鎰偉 92.03  建德國小  

5 球員 朱維傑 92.03  建德國小  

6 球員 羅于翔 92.04  建德國小  

7 球員 印煜任 91.08  建德國小  

8 球員 張渡群 91.06  建德國小  

9 球員 邱丞玄 93.10  建德國小  

10 球員 謝欣達 91.10  建德國小  

11 球員 林宸樂 91.09  建德國小  

12 球員 莊智偉 91.09  建德國小  

13 球員 林冠霆 91.10  建德國小  

14 球員 林智翔 92.06  建德國小  

15 球員 張伯晨 91.11  建德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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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夢想盃報名表 

球隊名稱: 新竹縣竹北市嘉興棒球隊 

地址: 新竹縣竹北市嘉興路 62號 

球隊聯絡人:黃文鎮、李怡諄   電話:03-5502624#720   

行動電話:0933343593、0911392148 

E-mail:pittite@gmail.com 

 職稱  姓名 電話 備註 

 領隊 張維順 0933117112  

 總教練 黃文鎮 0933343593  

 教練 李怡諄 0911392148  

 管理 徐聖涵 0933487703  

編號 職稱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就讀學校 備註 

1 球員 湯云逵 91.06  六家國小  

2 球員 莊旻祐 91.02  六家國小  

3 球員 張榮利 91.07  六家國小  

4 球員 莊承翰 91.07  六家國小  

5 球員 吳沐寬 91.01  新社國小  

6 球員 黃亭皓 90.10  六家國小  

7 球員 陳楷閎 91.06  六家國小  

8 球員 蔡季霖 90.10  六家國小  

9 球員 陳宇凱 92.05  六家國小  

10 球員 許珈銓 91.11  六家國小  

11 球員 黃紹恩 92.11  六家國小  

12 球員 張庭軒 93.01  六家國小  

13 球員 陳加峰 93.07  六家國小  

14 球員 陳宏祁 93.02  六家國小  

15 球員 陳威綸 92.11  六家國小  

16 球員 魏右凱 92.10  六家國小  

17 球員      

18 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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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隊名稱: 桃園縣幸福國小 

地址: 桃園縣龜山鄉頂興路 115巷 20號 

球隊聯絡人: 葉向陽  電話: 03-3194072     行動電話: 0930080715 

學校名稱： 桃園縣幸福國小 

地    址： 桃園縣龜山鄉頂興路 115 巷 20

號 

電話 03-3194072 

傳真  03-3194073 

領  隊： 謝月香 緊    急 

聯 絡 人： 葉向陽 總教練： 闕壯鎮 

教  練： 葉向陽 聯絡電話： 03-3194072--*314* 

管  理： 簡妙娟 行動電話： 0930080715 

序

號 

守備
位置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備註 

1 P 林威佑 91/10      

2 P 吳凱威 92/2      

3 C 揚凱仁 91/9      

4 IF 柯彥銘 92/3      

5 IF 陳冠群 92/7      

6 IF 張宸翊 92/9      

7 IF 林墾 92/10      

8 P 曾詠宣 91/12      

9 P 許誌珉 91/10      

10 IF 陳冠群 93/7      

11 IF 林哲菖 92/12      

12 OF 林宇 92/8      

13 OF 胡奕浩 93/2      

14 OF 林翟顯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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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隊名稱: 台中向上社區少棒聯盟-北勢鱸鰻 

地址:433-42 台中市沙鹿區六路里南陽路 376號 

球隊聯絡人:許宸項  電話:04-2631-5032 轉 752  行動電話:0932-0202-166 

領隊:bses_baseball@yahoo.com.tw              

 職稱 姓名 電話 備註 

 領隊 林雅儒 0955-880-331  

 總教練 楊子鋐 0939-799-588  

 教練 蔡建立、莊日盈、杜文孝   

 管理 歐錦貞 0921-899-846  

編號 職稱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就讀學校 備註 

1 球員 蔡廷瑋 91.09  北勢國小  

2 球員 吳俊億 94.04  北勢國小  

3 球員 古雲誠 91.07  北勢國小  

4 球員 楊閔貽 91.03  北勢國小  

5 球員 蔡皓恩 90.11  北勢國小  

6 球員 蘇泳峰 91.06  北勢國小  

7 球員 楊祥禾 92.01  北勢國小  

8 球員 顏瑋霆 92.01  北勢國小  

9 球員 鄭學謙 91.12  北勢國小  

10 球員 陳薪平 92.07  北勢國小  

11 球員 蔡建和 92.01  北勢國小  

12 球員 林駿洋 91.02  北勢國小  

13 球員 陳勇良 93.08  北勢國小  

14 球員    方勇傑 93.01  北勢國小  

15 球員 陳鈺洵 93.02  北勢國小  

16 球員 莊孟源 93.02  北勢國小  

17 球員 范凱舜 94.08  北勢國小  

18 球員 蔡廷瑋 94.07  北勢國小  

 



18 

球隊名稱: 台北市宇宙兄弟少棒隊 

地址: 台北市木柵郵政 1-209信箱 

球隊聯絡人:賴真真    電話:02-29377870  行動電話:0936343876   

E-mail:janelai@mail.eurasian.com.tw 

 職稱  姓名 電話 備註 

 領隊 黃元彥 0975-096950  

 總教練 黃元彥 0975-096950  

 教練 白祐誠 02-29377870  

 管理 白志棠 0933-577084  

編號 職稱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就讀學校 備註 

1 球員 張芸慈 90.10  指南國小  

2 球員 張壹瓘 92.10  指南國小  

3 球員 張劭宇 92.06  指南國小  

4 球員 白茂呈 91.09  指南國小  

5 球員 周紀安 91.02  指南國小  

6 球員 周祐平 92.07  指南國小  

7 球員 羅煒傑 94.01  永和國小  

8 球員 林昱丞 91.02  明德國小  

9 球員 彭宇謙 93.05  復興國小  

10 球員 陳力綸 92.10  網溪國小  

11 球員 胡軍 92.08  鸞山國小  

12 球員 楊國華 92.06  鸞山國小  

13 球員 李靜宜 91.07  鸞山國小  

14 球員 胡志君 91.07  鸞山國小  

15 球員 林之然 93.02  指南國小  

16 球員      

17 球員      

18 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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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隊名稱: 新竹上智棒球隊 

地址:新竹縣竹東鎮學府東路 315巷 35號 

球隊聯絡人:林耀政  電話:       行動電話:0953-572-432 

E-mail:lin_yc2001@yahoo.com.tw 

 職稱 姓名 電話 備註 

 領隊 陳藍暉 0932111850  

 總教練 陳藍暉 0932111850  

 教練 林耀政 0953572432  

 管理 余家卿 0919258906  

編號 職稱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就讀學校 備註 

1 球員 黃暐翔 91.03  北埔國小  

2 球員 陳思翰 92.01  博愛國小  

3 球員 溫展樂 90.10  關西國小  

4 球員 陳可昂 90.11  關東國小  

5 球員 林軒毅 91.08  上智國小  

6 球員 林明辰 93.08  新城國小  

7 球員 黃奕文 91.08  龍山國小  

8 球員 陳昱瑋 90.11  關東國小  

9 球員 林明億 92.07  新城國小  

10 球員 徐聖哲 92.10  博愛國小  

11 球員 徐聖凱 94.07  博愛國小  

12 球員 余竑楷 94.12  大同國小  

13 球員 楊毓文 91.01  松林國小  

14 球員 吳浩維 91.03  松林國小  

15 球員      

16 球員      

17 球員      

18 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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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隊名稱: 新竹縣竹北 CP社區少棒隊 

領隊:徐裕鈞 總教練              

 職稱 姓名 電話 備註 

 領隊 徐裕鈞   

 總教練 徐裕鈞 0932936590  

 教練 曾英煌   

 管理 蔡榮泰   

編號 職稱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就讀學校  

1 球員 陳聖昌 90.10    

2 球員 范振哲 91.07    

3 球員 曾品傑 90.09    

4 球員 彭浩哲 90.11    

5 球員 徐駿杰 92.09    

6 球員 吳振華 91.07    

7 球員 蔡紫安 92.12    

8 球員 劉興浩 91.02    

9 球員 范茗翔 93.01    

10 球員 賴為翔 90.12    

11 球員 沈祐莨 93.05    

12 球員 林禹安 92.10    

13 球員 許漢強 91.03    

14 球員 陳彥愷 93.02    

15 球員 楊博傑 95.02    

16 球員 陳駿宏 95.04    

17 球員 林柏均 93.1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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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隊名稱: 新竹縣富興國小 

地址: 新竹縣峨眉鄉富興村太平街 8號 

球隊聯絡人:戴金憲    電話:03-5429825  行動電話:0910-292717   

E-mail:kenandfun@gmail.com 

 職稱  姓名 電話 備註 

 領隊 張小萍   

 總教練 戴金憲 0910-292717  

 教練 曾道明 0952-643751  

 管理 溫政斌 0928-636336  

編號 職稱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就讀學校 備註 

1 球員 曾啟豪 92.02  富興國小  

2 球員 邱  陵 93.05  富興國小  

3 球員 彭煜勛 92.11  富興國小  

4 球員 曾睿承 93.04  富興國小  

5 球員 黃鴻奇 92.06  富興國小  

6 球員 廖軍豪 92.08  富興國小  

7 球員 魏秀廷 92.11  富興國小  

8 球員 彭保璋 94.07  富興國小  

9 球員 黃發正 94.08  富興國小  

10 球員 鄧慶昱 93.12  富興國小  

11 球員 趙莉卉 91.09  富興國小  

12 球員 盧旻歆 93.08  富興國小  

13 球員 楊旭敏 92.07  富興國小  

14 球員 陳韻如 94.01  富興國小  

15 球員 廖雪雯 91.11  富興國小  

16 球員 黃憶欣 91.03  富興國小  

17 球員 余致萍 90.07  富興國中  

18 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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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隊名稱: 中大微笑少棒隊 

球隊連絡人: 黃建安   行動電話: 0939893765                  Email: 

 職稱 姓名 電話 備註 

 領隊 邱玉清 0918264122  

 總教練 黃建安 0939893765  

 教練 王耀乾 0918264122  

 管理    

編號 職稱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就讀學校 備註 

1 隊長 黃辰佑 92.07   新街國小  

2 球員 陳文賢 91.11  慈文國小  

3 球員 邱傳祐 91.12  諾瓦小學  

4 球員 魏宏哲 92.3  大崙國小  

5 球員 邱柏勳 93.3  諾瓦小學  

6 球員 王附融 91.11  宋屋國小  

7 球員 黃辰佑 92.07   新街國小  

8 球員 崔遠譯 95.05   文化國小  

9 球員 陳奕丞 92.12  大崙國小  

10 球員 洪兆寬 93.10  南勢國小  

11 球員 洪基翔 93.3  新明國小  

12 球員 鄒言恩 93.3  中山國小  

13 球員 曾泓叡  90.10   新榮國小  

14 球員 葉嵩皓 95.2  信義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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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隊名稱: 中大紅襪少棒隊 

球隊通訊地址: 中壢市九和一街 18號 13F之 3 

球隊連絡人: 劉正毓   電話: 03-4227151x34228  行動電話: 0975060027                  

Email: 

 職稱 姓名 電話 備註 

 領隊 洪炯忠 0919057555  

 總教練 劉正毓 0975060027  

 教練 程淩雲   

 教練 施建廷   

編號 職稱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就讀學校 備註 

1 隊長 洪研愷 91.04  文化國小  

2 球員 程靖翔 90.11  文化國小  

3 球員 蔡邦宏 91.07  大崙國小  

4 球員 陳彥綸 90.10  宋屋國小  

5 球員 陳靖之 90.10  新榮國小  

6 球員 游韋哲 90.10  忠貞國小  

7 球員 劉永澤 90.12  中平國小  

8 球員 張維傑 90.10  中平國小  

9 球員 黃梓育 91.7  興仁國小  

10 球員 邱詩蘋 90.5.  六合中學  

11 球員 嚴詩瑋 91.09  新榮國小  

12 球員    程靖祐 93.12.  文化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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